
小小刮刮擦擦起起争争执执，，一一巴巴掌掌赔赔了了3366万万
导致对方头部损伤构成重伤，打人者被刑拘还付出赔偿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张国忠

魏永超 ) 因为在公路上发
生了小刮擦，两辆车的驾驶
员下车理论，进而发生争吵。
一名驾驶员一气之下扇了另
一名驾驶员一巴掌，导致对
方头部损伤构成重伤。最终，
这名冲动的驾驶员不仅被刑

事拘留，还付出 3 6万元的赔
偿。

日前，在招远市一公路
上，王某某开车与王某的车
辆发生小刮擦，两人遂下车
进行理论。说着说着，就红了
脸，吵了起来。王某某一时气
急，上前抬起右手就朝着王
某的面部扇了一耳光，王某

当时就愣住了。
待了几分钟之后，王某

随即后仰，头朝后摔倒在地。
事后，经过法医鉴定，王某的
头部损伤，构成重伤。王某因
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招远市
公安局刑事拘留。

案发后，看守所里的王
某某后悔不已。除了被拘留，

王某某的家人也与王某家达
成调解协议，由王某某赔偿
王某36万元。

警察提醒市民，遇事应
冷静，合理解决事情则可，切
不要意气行事，否则，像前面
所提的王某某，简简单单一
小事，却赔偿了36万元，冲动
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俩俩““油油耗耗子子””盯盯上上路路边边大大货货车车
挂着假车牌凌晨作案，两天偷油700多升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霍徳伦)

大货车夜里停在路边，一觉醒来
油箱却空了。近日，开发区和芝
罘区多辆大货车柴油被盗，开发
区金桥派出所民警经过盯守，将
两名盗窃嫌疑人抓获。据了解，
两人使用挂着假车牌的车作案，
两天偷油700多升。

10日早晨，开发区福莱商
城附近，4辆大货车油箱内的柴
油被盗空。开发区金桥派出所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通过监控
锁定一辆黑色轿车，这辆车最

终驶到附近一居民小区。民警
赶赴小区，发现黑色轿车里散
发出一股柴油味，与这辆车并
排的还有一辆夏利轿车。

下午2点，两名男子来到夏
利轿车前，准备开车离开，民警
当场将他们抓获。“你们抓错人
了。”中年男子李某并不承认，
他带领民警来到居民楼上的外
甥家，民警在男子刘某的口袋
里发现了黑色轿车的钥匙。原
来，李某和刘某是在结伙作案
后来到外甥家中借宿，他正准
备和外甥外出办事，被民警逮

了个正着。
民警打开黑色轿车的后备

箱，里面有十多个塑料桶。车辆
后车座被拆除，里面塞满了塑
料桶，一个塑料桶容量25升，13

个塑料桶装满了柴油。民警还
在车里搜出扳手、软管等作案
工具，同时找到一副假车牌。

在证据面前，李某交代了
10日凌晨作案的事实。他说，为
隐藏车辆，作案时特意使用假
车牌。在选择作案目标车辆后，
两人一人望风，一人使用工具
迅速盗油，通常一辆车就能盗

油100多升。
李某称，他常年在青岛打

工，由于手头缺钱，他和维修工
刘某谋划来烟台偷油再返回青
岛销赃。李某8日和刘某从青岛
来到烟台，借宿在外甥家中。8

日夜间，他们盯上芝罘区幸福
中路和珠玑西路3辆停在路边
的大货车，将车内柴油盗走。

民警介绍，两人作案时间一
般选择在凌晨两三点钟，目标主
要是停靠在马路边的大货车。目
前两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
留。

吃吃完完饭饭忘忘记记拿拿包包
回回去去找找却却不不见见了了
调出监控发现被一女子拿走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姗姗) “拿走我皮包的
女士，请尽快把包还给我。”14

日晚上，市民孙先生在莱山区
天合城小区一快餐店吃饭，走
时忘了拿皮包。孙先生发现后
立即回去寻找，却没有找到。
孙先生调取快餐店监控录像
发现，自己的包被一位女士拿
走了。孙先生说，这个包是自
己花1000多元买的，希望这位
女士尽快归还。

14日晚上7点20分左右，孙
先生和住在天合城小区的一
位朋友来到该小区20号楼楼
下的佳德旺快餐店吃饭。孙先
生把手机和钱包从随身携带
的皮包里掏出来，然后将皮包
放在了身后的椅子上。吃完
饭，孙先生就乘公交车回家，
可是刚下车，突然发现自己把
皮包忘在了快餐店。

“我赶紧给我朋友打电
话，让他回佳德旺找找，可是
没找到。”孙先生又赶紧回到
快餐店，在店里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自
己的皮包被一位穿粉红色棉
衣、30岁左右的女士拿走了。
由于不知道怎样联系到这位
女士，孙先生只好报了警。

“我吃饭的时候就看到了
这位女士，她比我们去得早，
我们和她坐的位置只隔了三
四个桌子。”孙先生说，他从监
控录像中看到，这位女士拿着
包走到门口，不知为什么又停
留了一会儿。“她可能是想等
失主吧，我还是想把人往好的
方面想。”

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的
包是棕色的，一面是皮的，一
面是帆布的。“今年三四月份
刚买的，花花公子的牌子，花
了1000多元，用了没几次。”孙
先生说，包里有一些随身物品
价值还不到300块钱，幸亏吃
饭时把手机和钱包拿出来了。

孙先生说，不管这位女士
出于什么原因拿走了他的皮
包，希望她能尽快归还。孙先
生的电话：18663865349。

一一捆捆光光缆缆掉掉半半空空
大大车车小小车车都都难难过过
附近居民希望能好好解决一下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本来用杆子撑
着我们还能过去，现在一辆面
包车把杆子撞倒后，光缆掉了
下来，都堵这了。”17日上午9点，
市民拨打热线称，新阳街和新
石路交界处一捆通讯光缆掉了
下来，许多车被堵在路口。

17日上午9点半，记者赶到
现场，一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
正在收拾光缆。工作人员称，他
们到达现场时，光缆遍地都是，
很多被车拖到了十米外的垃圾
桶旁。他们将光缆一点一点卷

起来，绑好后又悬挂起来。
“挺危险的，有的悬在半

空。”一位环卫工告诉记者，从
新阳街西边来的车很多，光缆
悬挂着非常危险。据介绍，有
市民在光缆中间系了个红布，
提醒后面的车慢行。

据了解，新阳街以东至青
年南路属于拆迁区域，许多光
缆临时挂在墙边，有的还把绳
子拴在树上，一有大风光缆可
能就被吹掉。“我们希望有关部
门好好解决一下。”附近一位居
民说。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通讯员 姜波 林峰)

通过车贩子买来假出租载客，被民
警逮住一回还不思悔改，又买了一
辆车重操旧业，结果被逮了第二
回。

15日中午，烟台交警四大队的
民警根据举报，赶往双河西路加油
站，一辆悬挂鲁D43U××车牌号
的出租停在附近，出租车驾驶员田
某看到民警后想要离开，被民警及
时拦下来。民警发现出租车使用的
号牌属于伪造的机动车号牌，于是
将田某带回交警队。

经过审讯，田某交代出租车是
通过车贩子买到的，花了5万元，买
车时就有号牌。“既然有牌，我就省
事了，也没去想车牌是真是假。”田
某说，买车时他就知道车属于非营
运性质，不能用来载客，但田某称
他就是想干这个营生，所以不惜顶
风作案。

民警发现，田某不是第一次被
查处了。在今年6月份，他驾驶一辆
车牌号为鲁YT05××的出租车，
行驶在港城东大街时被民警查获，
因涉嫌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田
某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
2000元，记12分的处罚，同时他的
B2E驾驶证降级为C1E。据了解，那
辆车是田某通过车贩子花了不到3

万元买的，买车时也是带有号牌。
被查后，田某并未吸取教训，

出来后他又通过车贩子买了一辆
车，又被民警查获了。这次，田某依
然面临行政拘留 1 5日并处罚款
2000元，记12分的处罚。

买假出租拉客
半年被逮两回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孙健 通讯员 马涛 ) 16日，

两名货车司机来到马龙公司烟台
管理处大窑收费站，将一面拾金不
昧的锦旗交到收费站工作人员手
中，感谢工作人员将他们掉落的桌
椅物归原主。

事情要追溯到12月9日，当天
下午1点左右，一辆满载学生课桌
椅的小货车途经省道302线大窑收
费站时，由于货物捆绑不牢，一套
崭新的桌椅掉落下来，货车司机却
毫无察觉继续前行。大窑收费站工
作人员发现后，立即进行车辆疏
导，将桌椅抬到路边。工作人员将
桌椅暂时登记收存于失物招领处，
等待司机认领。

货车司机到达送货地点清点
货物时，发现桌椅少了一套，立即
驱车原路返回寻找。当寻至大窑收
费站附近时，工作人员认出该货车
司机就是掉落桌椅的失主，将课桌
椅归还。

16日上午，货车司机将一面
“拾金不昧风格高，热情服务暖人
心”的锦旗送到大窑收费站，表示
感谢。

货车捆绑不牢
桌椅掉落路上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张军苗) 如今在国网蓬莱公
司，每一次大型检修行动开始前，
职工们都会收到安全提醒微信，利
用微信群发安全提醒和温馨提示，
是蓬莱公司筑牢安全屏障的举措
之一。

“微信群发”
筑牢安全屏障

工作人
员正在现场
维修。 本报
记者 张倩
倩 摄

黑色轿车
内塞满了塑料
油桶。 警方供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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